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2921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2018-055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郭元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继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邱秀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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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00,318,828.88 1,149,941,121.06 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64,430,395.41 652,412,156.83 1.8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7,932,943.06 6.82% 489,892,548.22 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344,623.68 -6.30% 39,448,771.44 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185,788.64 2.93% 30,782,552.12 -13.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6,254,874.01 749.82% 5,083,116.33 -19.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43 -29.74% 0.4931 -19.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43 -29.74% 0.4931 -19.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 -1.22% 5.96% -2.6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637,943.8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889,150.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0,171.19  

减：所得税影响额 2,670,783.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4,375.00  

合计 8,666,219.3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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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38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郭元强 境外自然人 24.30% 19,440,000 19,440,000   

翠丽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9.00% 7,200,000 7,200,000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27% 6,612,000 6,612,000   

鲁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24% 4,188,000 4,188,000   

秦同林 境内自然人 4.88% 3,900,000 3,900,000   

秦同河 境内自然人 4.88% 3,900,000 3,900,000   

秦福强 境内自然人 4.88% 3,900,000 3,900,000   

秦同义 境内自然人 4.88% 3,900,000 3,900,000   

上海艺海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5% 3,000,000 3,000,000   

济宁英飞尼迪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0% 1,200,000 1,2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倪明春 322,200 人民币普通股  

杨慧芳 233,9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伯思 229,400 人民币普通股  

沈家敏 178,800 人民币普通股  

严保金 1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孙静 77,1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鑫龙达天地科贸有限公司 69,4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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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虹 67,100 人民币普通股  

郑国 66,2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世华 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悉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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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113,340,841.94    277,024,166.13  -59.09% 主要系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44,204,192.55 137,655,322.81 4.76%  

其中：应收票据     5,744,897.13     10,366,035.05  -44.58% 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贴现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011,833.70      2,149,188.72  40.14% 主要系本期结构性存款产生的应收利息增

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2,142,695.42     12,261,483.24  733.04% 主要系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所致 

在建工程    22,204,158.78      9,841,457.18  125.62% 主要系本期增加需要安装的设备、自动化

生产线及新建厂房等在建项目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051,534.44     10,506,401.41  33.74% 主要系本期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及资产减

值准备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86,273,917.16     25,727,563.31  235.34% 主要系本期增加预付土地款及设备购置款

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9,690,734.94      4,162,238.88  132.83% 主要系本期整机项目、模具等预收款项增

加所致 

应交税费     5,471,106.66      3,914,752.99  39.76% 主要系期末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5,813,122.17  1,617,410.69  -459.41% 主要系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所致 

盈余公积    14,530,250.93      7,475,654.42  94.37% 主要系本期母公司净利润增加所致 

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变动情况说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研发费用    11,856,294.05      5,013,255.55  136.50% 主要系本期公司持续加大新产品、新工艺

的开发，研发投入相应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7,791,819.71     12,127,459.92  -35.75% 主要系本期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其中：利息收入       510,088.79        198,189.62  157.37% 主要系本期募集资金产生存款利息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704,227.32      1,619,215.24  67.01% 主要系本期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所致 

投资收益     4,400,196.18      1,154,965.32  280.98% 主要系本期新增结构性存款产生的投资收

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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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收益    -2,561,608.65         23,366.28  -11062.84% 主要系本期处理固定资产产生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1,537,679.37      2,605,676.59  -40.99% 主要系去年同期存在补偿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94,048.34        649,050.82  -85.51% 主要系去年同期报废设备影响所致 

所得税费用     8,377,049.06     11,998,515.72  -30.18% 主要系母公司 17 年 12 月获得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本期按 15%预提所得税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56,280.39     -1,527,764.14  -83.23% 主要系本期非全资子公司亏损减少所致 

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说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29,184,299.89      7,897,594.61  269.53%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贴增加及增值税留

抵退税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25,000,000.00     10,050,000.00  2138.81% 主要系本期短期结构性存款循环滚动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3,712,600.36        186,065.32  1895.32% 主要系本期增加短期结构性存款收益及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3,150,608.00         85,286.41  3594.15% 主要系本期销售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68,162,457.19     26,728,876.14  155.01% 主要系本期增加预付土地款及设备购置款

增加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20,000,000.00      2,103,676.86  15111.46% 主要系本期短期结构性存款循环滚动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24,336,505.26      9,780,000.00  148.84% 主要系本期国内信用证贴现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30,992,682.11     20,120,949.86  54.03% 主要系本期股东分红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5,250,000.00     10,500,000.00  -50.00% 主要系去年同期支付贷款保证金较多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116,535.56       -465,944.27  -74.99% 主要系本期受美元汇率升值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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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5.00% 至 1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4,474.22 至 5,180.67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709.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收入规模增长； 

2、主要原材料成本及人工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产品毛利率同比下降； 

3、政府补助对公司业绩的积极影响； 

4、中美贸易摩擦及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35,314,189.36 -7,430,532.86 -5,813,122.17   2,674,487.87 29,501,067.19 自有资金 

合计 35,314,189.36 -7,430,532.86 -5,813,122.17 0.00 0.00 2,674,487.87 29,501,067.19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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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  郭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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